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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遇与挑战一丬中瘤药物新靶点

【前言】五十多年前,美国的生物学家詹姆斯 ·沃森和英国的物理学家弗朗西斯 ·克里克 ,

构建了 DNA的三维模型,揭开了研究 DNA遗传功能的新的一页。同样是在 ⒛ 世纪 50年代 ,

药物发现也迎来了史上第一次高潮,磺胺药,青霉素,链霉素,这些新药物的涌现不断给人

们带来惊喜。⒛01年 2月 ,人类基囚组计划的科学家们公布了人类基囚纽I作草图已经绘

制完成: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!生物学黄金时代的发展大大充实了药物发现和设计

所依靠的生命科学基础,也标志着生命科学和药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。这个时代的发展

无疑将给疾病基因的发现和药物的合理设计带来新的契机。特别是对扩展药物靶点的范围 ,

发现与确认新的药物靶点方面更是开拓了巨大的空间 !

【概述】我选取这篇文献对细胞内的肿瘤治疗靶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,指出了已经或者即将

成为癌症治疗靶点的众多位点和化合物。其中,核仁蛋白,PFK/FB3,迁移抑制因子,端粒

与端粒酶,DNA,细胞膜蛋白成为了非常有前途的靶点。它们在肿瘤细胞的生成和繁殖中特

殊的作用机制和原理,为它们成为肿瘤药物设计新靶点的提供了无限潜能。在此,我挑选出

几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靶点 (PFK/FB3,端粒与端粒酶,DNA)进行了总结和思考。

【文献内容】

PFK/FB3:一种活跃在肿瘤细胞中的酶

肿瘤细胞:糖酵解供能

研究表明,即使在氧充足条件下,恶性肿瘤细胞糖酵解代谢同样明显活跃。肿瘤细胞这种活

跃的有氧糖酵解代谢特性,被称为Warburg效应。正常细胞所需的能量主要由葡萄糖的氧化

供应,而肿瘤细胞的糖代谢较之相应的正常细胞有很大的差异,其表现的主要特征足糖酵

解显著增强,且肿瘤的恶性程度越高,这种趋势就越明显。而造成肿瘤细胞糖酵解增强的主

要原囚与该细胞的酵解酶的活性增强有关。通过抑制这些酶的活性,阻断糖酵解的进行,从
而使得肿瘤细胞因能量供应缺乏而死亡,但正常细胞不受影响。

PFK/FB3:特 殊性质决定特殊使命

PFK/FB3是肿瘤细胞糖酵解中的一个重要酶。作为糖酵解过程中的关键酶之一的 PFK/FB3,

由于其特有的双向调节性和双重底物亲和性,已成为理想的抗癌活性靶点之一。PFK/FB3是

一种双功能糖酵解酶,有 2个分开的催化中心,分别催化 ⒍磷酸果糖 2位磷酸化和果糖 2,

6工磷酸 2位去磷酸。PFK2通过影响 2,6工磷酸果糖水平实现对糖酵解通路调节。人肿瘤

细胞有 PFK/FB⒊ ACG和 PFK/FB3AG两种 lnRNA。 研究表明,将 PFK/FB⒊ACG导入 COs7细 胞 ,

可增强细胞糖酵解活性。

端粒与端粒酶:肿瘤靶点新曙光

端粒:染色体末端的特殊结构

端粒是染色体末端具有TTA GGG重复序列的特殊结构,它对维护染色体完整并在细胞老化

和肿瘤中起着重要作用。它是染色体末端的一种特殊结构,能防止染色体DNA降解、末端融

合、缺失及非正常重组,维持染色体的完整和稳定。端粒的主体是双螺旋结构,富GT链与

富CA链配对,但 3′ 末端突出为一段单链悬挂 (见图D。 由于缺乏模板的引导,染色体合成过



程中传统的DNA聚合酶就无法完全合成这个末端悬挂,从而造成端粒缩短,这就是所谓的
“
末端复制问题

”
。

端粒酶:细胞永生化的源动力

端粒酶是一种带有内源RM及蛋白组分的特殊逆转录酶,研究证实它在80%~9O0/0的肿瘤细

胞中呈高水平表达,而在正常体细胞中检测不到。因此端粒和端粒酶已成为抗肿瘤药物的新

靶点。端粒酶由三个部分纽成,包括端粒酶RNA lTR)、 逆转录酶催化亚基 lTERT)和丨端粒酶

其他聚合蛋白。端粒酶的生物功能是合成染色体末端的端粒,是一种依赖于RNA的特殊DNA

聚合酶,属于逆转录酶类型。端粒酶解决了染色体的末端复制问题,它催化合成端粒末端

DNA结构,从而维持了端粒的κ度使细胞永生化。日前,抗肿瘤药物主要针对抑制端粒酶活

性和破坏端粒结构进行设计。

端粒酶抑制剂

由于端粒酶具备逆转录酶活性,逆转录酶抑制剂叠氮胸苷 lA ZT)可 以抑制端粒酶。高浓度

A歹 可抑制端粒酶活性并诱导人肿瘤细胞中端粒的缩短 ;对其⒌2磷酸脂、糖环及碱基结构

进行改造后同样有抑制活性。

作用于端粒的药物

作用于端粒DNA富G序列的化合物ET乇%3是能与具有富C1DNA的小沟结合的烷化剂,它对鸟

嘌呤残基有特异性,高浓度ET2743可使端粒DM生长停止,染色体纤维化 ;而低浓E⒎2743

可引起细胞核瓦解及染色体末端融合。除此之外,ET2743还能直接作用于端粒序列,或者

通过交联DNA和端粒结合蛋白而作用于端粒。

DNA,曾被忽略的
“
大牌

”
靶点

DNA靶向药物的优势 :

DNA作为靶点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势。第一,DNA的数量相比于 mRNA和蛋白质相对较少,并

且处与基因表达级联放大反应的最顶端,不会轻易地被抑制活性。但是,为什么以往的药物

设计靶点主要针对于蛋白质呢?这是因为蛋白质的种类更加多样化,人们对各类蛋白质特有

的晶体结构和作用机制已基本掌握,而 DNA却 一直囚为多形性等结构问题使它并没能成为靶

点研究的核心。目前,研究者们己经在 DNA多 形性的相关研究中已经取得可喜进展,工联体 ,

三联体,四联体的结构和功能已基本清楚,囚此,DNA再次回到药物设计研究者的视野中 ,

成为有竞争力的靶点之一 !

DNA靶 向药物的作用机制

以DNA为 作用靶的
“
弹头

”
药物通过共价键和非共价键与DNA结合,其中,非共价结合包括静

电作用、沟区 (大沟区、小沟区)结合和嵌插结合等

与DNA共价结合的药物 这类药物与DNA的共价结合中既包括与亲核试剂的作用 ,也包括与亲

电试剂的作用,主要表现为DNA的烷基化及DNA的链内交联、链间交联等。由于药物与DM交

联,抑制了DNA的复制,表现明显的抗癌活性。药物种类主要有氮芥类、丝裂霉素和顺铂等。



与DNA非共价结合的药物 大多数药物与DNA的作用都是非共价结合。 主要的非共价键有氢

键、静电作用、范得华力和疏水作用,属于弱作用键。在分子水平的生命现象中,共价键是

分子结构的决定性因素,因为它们帮助形成生物人分子功能所要求的空间结构,因而决定了

基因复制、转录以及调制的主要分子机制。

沟区结合药物 DNA由 Tˉ萁特有的碱基配对和碱基大小不同,双螺旋结构之中存在着
“
大沟

”

和
“
小沟

”
之分。一些药物能与DNA的大沟或小沟结合,并且在碱基边缘发生作用。一般

而言蛋白质与DNA的特异性结合多数发生在大沟区,药物小分子多发生在小沟区。药物分子

通过胸腺嘧啶碱基∞上的羰基氧或腺嘌呤碱基N3上的氮形成氢键 ,非嵌入地束缚住DNA,

从而阻止DNA的复制,起到抗病毒、抗肿瘤作用。这类药物主要有纺锤霉素、偏端霉素等。

嵌插结合药物 这类药物通常是利用环芳环体系,以平面或几乎平面形式嵌入DNA碱 基对

之间,这种嵌插结合的作用力来自于芳环的离域、体系与碱基的π体系间的·相互作用及疏

水作用,这些作用通常倾向于发生在GC富集区。由于嵌插造成了DNA双螺旋的解链和仲长 ,

进而抑制了DNA的复制与转录。这类药物主要有蒽环类抗生素,放线菌类抗生素和金属配

合物。

对DNA有断裂作用的药物 DNA断 裂在DNA复制、转录及突变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生物过

程。这类药物的抗癌活性被认为是在Fe或 Cu等具有氧化还原活性的金属离子与氧同时存

在的条件下,断裂DNA所致。

【我的思考和分析 ,:

肿瘤细胞的糖酵解

① PFK/FB3作为靶点的可靠性和可行性

我认为这个答案还不确定。

首先,肿瘤细胞Warburg效 应机制尚未完全阐明,Warburg效 应与恶性肿

瘤细胞发生和发展的关系存在不同认识。虽然在实验中,warburg效 应确实为恶

性肿瘤细胞生存提供了重要的生物能量基础。

其次,PFK″B3的抑制剂并没有很确定的靶向性。在某些癌症中,PFK/FB3的抑制剂成功

的靶向肿瘤细胞,抑制了PFK/FB3的酶活性,阻断肿瘤细胞能量供应。但是在另一些癌

症中,这些抑制剂的作用却并不明显。

第三,即使这些抑制剂对于所有的肿瘤细胞都有影响,那么也不足以证明它们的安全性 ,

因为它们也可能影响正常细胞的代谢。文章中提到,在糖酵解途径受抑情况下,正常组

织细胞可通过替代途径利用脂肪酸和氨基酸产能。可是,脂肪酸和氨基酸代谢并不是细

胞产能的主要途径。并且在脂肪酸和氨基酸代谢中,也需要糖酵解的过程中的中间产物

作为底物。糖酵解作为三大营养代谢的枢纽之一,一旦被破坏掉,势必影响其他途径。

② 除了PFK/FB3,还有其他糖酵解酶可以作为靶点吗?

我认为是可能的。糖酵解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酶,比如糖酵解的第一个酶——己糖激酶。

己糖激酶(Hexokinase,HK)是 糖酵解途径中的第一个酶,也是肿瘤组织中糖酵解的限速

酶。肿瘤细胞中大约GO%的ATP来源于糖酵解途径,在切除的肺、胃肠及乳腺恶性肿瘤的

组织中,其HK的含量是增高的,并且当病灶发生转移时,HK的活性会更高,并且其活性及

其与线粒体结合 (即 己糖激酶的微粒形式)的 比率都有增加。我们可以像设计PFK/FB3抑

制剂那样,设计类似针对HK的药物。除此之外,还可以利用HK与线粒体结合的特殊功能 ,

并且还可以设计使HK脱离线粒体的药物,同样可以达到抑制HK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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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除了抑制肿瘤细胞糖酵解过程中的关键酶,还有其他化合物可以作为靶点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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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以从基因的水平来控制。比如,设计出药物专门抑制糖酵解酶基囚的表达,使其不

能合成相关蛋白。于是,这类药物设计的本质又回归到了DNA作为靶点。讨论请见DNA靶

点部分。

端粒与端粒酶

毫无疑问,端粒和端粒酶将是抗肿瘤的最重要的靶点之一,但各类端粒和端粒酶酶抑制

剂均有可能面对以下一些问题 :

① 一些重要的正常细胞类型,包括骨髓细胞也具有端粒酶,抑制剂能够足够
“
聪明

”
把

骨髓细胞和肿瘤细胞分开,只攻击后者,不伤害前者吗?

端粒不仅在DNA复制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,它们还保护染色体末端,并与细胞核功能

组织的各个方面都有关系,端粒酶抑制剂除了抑制肿瘤细胞的永生化,极有可能破坏

这些正常的生理过程,只是一个破坏程度的大小问题。

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,对端粒酶的抑制作用只有待端粒的长度达到一个临界尺寸才会

表现出来,这就意味着在使用端粒酶抑制剂后肿瘤细胞还要继续⒛~30次 分裂才会

老化,那么,已经分裂了那么多次的肿瘤细胞的数量己经扩大很多,并且完全可能向

其他器官迁移,对于扩散后的肿瘤再使用端粒酶抑制剂,怎么样能够使端粒酶抑制剂

更准确更完全地靶向这些细胞呢?

在某些永生化的人体细胞中,研究者们发现了非端粒酶依赖途径的端粒维持,对了这

些的端粒,端粒酶抑制剂将不再起作用,那么我们又应该设计怎样的药物来抑制这些

的细胞永生 ?

端粒的四连体是一个最有希望的靶点,但是人类端粒和其他的序列共同形成的四连体

非常之多,结合结构类似药物之后,有将近100个晶体和0lMR结 构。并且,这种
“
尴尬

”

而又
“
丰富

”
的数目仅仅是一小部分:理论上一共有26种环绕拓扑结构,昕中四元迕接

方式——那就是说,人类不同的端粒总共有⒛0个左右。到底从哪一个端粒序列入手 ?

这确实是一个头疼的问题。

DNA靶向

ⅢA靶向药物的缺点 这类药物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想蛋白质那样准确的定位。囚为

蛋白质分子大,结构复杂 (二级结构,四级结构),其空间结构中存在着很多可以对接的空

隙,而DNA只 是简单的双螺旋结构 (稍微复杂一点也仅限于超螺旋等,但是仍然与蛋白质的

复杂结构不可同日而语 )。

① 怎么样解决DNA的靶向问题呢?

通过查阅资料,我发现一种以单抗为载体的靶向药物非常有前途。单抗对特定的分子靶

点有高度特异性。针对各种不同的抗原,可以制备相应的单抗,作为抗体分子又具有高

度多样性。由于其特异性和多样性,利用单抗作为治疗剂或利用单抗作为特异性载体制

成靶向药物 (免疫偶联物),对于治疗肿瘤有巨大潜力。大量研究证明,单抗导向药物

对肿瘤靶细胞有选择性杀伤作用,显示特异性结合和内化;在动物体内显示肿瘤特异性

分布以及更高的疗效。

① 除此之外,我们还可以给DNA靶向药物设计一个“导弹”结构,给药物连上个特殊效

②

③

④

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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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集团,使药物在低浓度的时候,也能够特异性的靶向DNA。 单抗体偶联物在体内虽

有特异性,但达到肿瘤局部的量仍有限,因此,需要考虑使用高活力
“
导弹

”
药物,很

低浓度即可杀伤靶细胞。

【结语】从现代药物研发的角度来看,发现并验证药物靶标应该成为产生
“
重磅炸弹

”
式创

新药物的源头,对干创新药物的研制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。人类基冈纽和蛋白质纽学研究已

经揭开了潜在药物靶标的面纱。但是,基囚组和后基囚组给人们带来大量机遇的同时,也为药

物靶标筛选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。如何综合运用生物信息学、分子生物学、疾病发病学和

药理学等方法发现和确证药物作用新靶标,并且基于这些靶标设计药物 ,将具有广阔和前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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